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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中央摇 农业部关于表彰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

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的决定

党的十八大以来, 一大批农村青年立足农业、 植根农村, 积

极投身农村改革和脱贫攻坚, 带头开展创业实践、 带头履行社会

责任。 为表彰先进, 激励引导广大农村青年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

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, 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决定,

授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户农场万恒泰肉羊养殖合作社理事长

马付龙等 10 名同志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冶 荣

誉称号, 授予天津市天绿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顺利等

483 名同志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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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,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

时期。 中央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 培育农业农

村发展新动能,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,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。 这

为广大青年立足农村、 创业致富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。

希望受表彰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

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,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

精神, 坚定理想信念、 勇担改革重任, 珍惜荣誉、 再接再厉, 在

加快发展事业的同时, 帮助和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。 希望各级

共青团组织、 农业部门进一步加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养工

作, 不断拓宽培养路径、 搭建服务平台、 丰富活动内容, 帮助农

村创业青年解决资金、 技术、 市场等方面的实际困难; 要通过多

种方式广泛宣传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创业事迹, 引导更多的青

年立足农村、 锐意创新、 躬身实践、 建功立业。 希望广大农村青

年以受表彰的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为榜样, 学习他们

信念坚定、 艰苦奋斗、 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, 为加快发展现代农

业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

有贡献。

附件: 1. 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冶 名单

2. 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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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冶 名单

(10 人, 按姓氏笔画排序)

马付龙 (回族) 新疆建设兵团军户农场万恒泰肉羊养殖合作

社理事长

石摇 嫣 (女) 北京分享收获农场负责人、 小毛驴市民农园

发起人

次仁曲扎 (藏族) 西藏自治区扎囊县啊曲民族特色产品开发有

限责任公司负责人

李 摇 君 四川省苍溪县岫云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

事长

吴渝婷 (女) 湖北省荆门市岗东菀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

事长

汪冠军 重庆市忠县美健达生猪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

张月琳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

胡春城 (满族) 黑龙江鹏程优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、

春城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理事长

盛建喜 浙江盛博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 中油农业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

绳惠展 安徽亿度商业集团董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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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十届 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名单

(483 人, 排名不分先后)

农业部

刘顺利 吴燕军 武祝琴 (女) 吕海滨

刘英奎 高摇 波 (女) 倪林娟 (女) 张摇 乐

马荣花 (女) 付正前 郭摇 林 童水文

高云富 张摇 伟 张摇 萍 (女) 王庆伟

徐红飞 周婷婷 (女) 邝摇 鼎 喻彩飞 (女)

陈摇 荣 黄从祥 秦摇 辉 赖金武 (壮族)

韦福国 冯保生 曹志刚 祁建荣 (彝族)

周摇 龙 李摇 军 季玉真 (女)

艾力扎提·吐尔逊 (维吾尔族)

北摇 京

董摇 杰 秦摇 毅 东摇 雪 (女) 陈国松

王摇 坤

天摇 津

刘晓君 (女) 胡震刚 黄金奎 于士国

于学艳 (女) 孙摇 茜 (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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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摇 北

杨立波 孟昭杰 兰进京

王摇 英 (女, 回族) 杜福长 孙守顺

郑立国 赵克斌 胡凤岗 李建卫

郭摇 安 李正选 牛睿仪 (女) 高摇 岚

郭常春 孙志伟 (蒙古族) 孙二东

张青松 邱立伟 刘志国 (满族) 田建超

王建广 常云霄 李摇 松 (满族) 杨永志

山摇 西

邢万里 张新苗 张海元 杜海利

韩海峰 赵摇 凯 李健峰 刘伟雄

马民杰 张世元 孙摇 巍 陈佳琪 (女)

赵卫东

内蒙古

罗摇 刚 郭志勇 刘小永 白金泉 (蒙古族)

王摇 禄 闫摇 靖 敖特根达来 (满族)

辽摇 宁

王誉儒 (女) 于摇 闯 高摇 征 孙摇 铎 (满族)

王新征 张摇 超 周摇 顺 刘启超 (满族)

商大明 董春龙 王恩江 (满族)

吉摇 林

杨晓伟 (女) 冯思翰 董志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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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珊珊 (女, 满族) 王摇 昆 (女) 周摇 强

吕爱辉 董摇 妍 (女)

黑龙江

杨宝财 张摇 辉 董彦龙 孙佰刚

杜帛霖 (女) 张旭旺 景春朋 周鑫雨 (满族)

陈红麟 (女) 芦伟明 叶长青 徐来新

上摇 海

吴连强 郑摇 维 庄献忠 沈万英 (女)

黄摇 霞 (女) 程摇 熙

江摇 苏

周摇 强 许文波 芮摇 锋 高蕴珺 (女)

吴国涛 段俊春 任晓毅 王伟伟 (女)

吴成伟 唐继华 石晓鑫 范静芳 (女)

张洪良 邵摇 鑫 金玉荣 陈二霞 (女)

单云飞 顾敏杰 孙摇 飞

浙摇 江

巫逢洲 李晓军 王军龙 李柳萌

泮孝球 陈柏臻 徐骏昇 魏韩英 (女)

邱珍君 杨志远 边月明 张锦林

姚春梅 (女)

安摇 徽

陈志刚 田摇 峰 孙摇 超 徐海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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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中霖 周摇 斌 孙摇 俊 刘慧贞 (女)

陈金良 孟凡辉 张玉华 王萌萌 (女)

周建军 童维新 阮国军 汤玉和

许腾龙 王华水 胡国林 查晓升

项摇 龙 杨益斌

福摇 建

方摇 敏 吴为健 陈俊雄 杨桂兰 (女)

王继顺 陈敬敏 钟亮生 陈摇 丽 (女)

曾摇 耀 李宝新 余海燕 (女)

江摇 西

黄小来 李小伟 吴摇 江 李摇 智

曹丽君 (女) 邱乐安 陈翠云 刘志发

肖摇 播 赖摇 坚 程丽江 徐摇 科

朱海兵 姚慧锋 李树华 卢摇 勇

汤摇 俊

山摇 东

余洪智 刘恒涛 王新军 杨馥羽 (女)

孟祥一 王摇 威 高摇 明 段新国

赵荣良 赵保华 安摇 亮 刘国栋

马摇 环 (女) 陈锡佐 周长春 刘建水

任科宇 王摇 超 张志刚 刘摇 庆

李小刚 荆海军 曹志毅 狄雪珂 (回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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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振承 刘中华 (女) 尹德义 (回族)

河摇 南

叶摇 春 刘摇 伟 刘旭航 王红伟

杨摇 洋 李迎辉 陈摇 磊 冯志和

步战华 陈红玉 裴龙翔 苗小忠

姬利强 姚伟斌 牛军锋 苏摇 博

孟祥山 李国礼 王摇 飞 王文一

李超峰 黄摇 磊 陈摇 勇 李向阳

李瑞领 蔡耀鹏 杨海涛

湖摇 北

程林利 胡宝江 周摇 刚 刘建军

卢霞光 程摇 琪 翁新强 张建武

黄摇 蓉 (女) 黄文博 李能虎 胡摇 丹 (女)

王有文 谢松良 段摇 鹏 代少波

章摇 龙 吴楚银

湖摇 南

叶摇 锋 王伏华 罗崇明 欧阳婕妤 (女)

周摇 文 (女) 刘摇 芬 (女) 戴永红 周祖辉 (苗族)

谢水源 赵摇 军 陈明安

赵继普 (土家族) 周文栋 魏仲珊

曾摇 芳 朱万璋 (土家族) 李摇 源

曹艺耀 郭德志 舒兴华 (土家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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卞国民 万摇 伟 王春梅 (女) 石志刚 (苗族)

广摇 东

冯志佳 宋俊文 温摇 健 史宪宾

郭伟胜 梁达明 肖志平 刘风琼

邱武杰 何思伟 黄智雄 朱日耀

张文心 (女) 刘宇岸 戚超群 陈摇 海

许仕贤 陈国波 朱焱宗 欧摇 伟

程摇 惠 (女) 潘景星 陈卫国 林伟强

广摇 西

苏秀清 (女) 项建程 李摇 夏 蒙可畅 (壮族)

石志辉 庞乃雄 卢炳成 韦良宜 (侗族)

汤奕龙 阳长标 张春良 黎朝学 (壮族)

程满榜 杨惠景 江朝明 黄必文 (壮族)

涂湘炎 蒙永意 (瑶族) 黄新卫 (壮族) 农凯峰 (壮族)

海摇 南

邢福甫 王摇 琼 周载云 黄世杰

欧荣东 王文强摇

重摇 庆

童摇 平 谭开印 李晓燕 (女) 林摇 桥

杨摇 华 魏先曼 (女) 沈代福 廖摇 斌

蒋丽英 (女) 陈明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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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摇 川

陈肖肖 宁摇 伟 黄晓燕 (女) 李摇 鑫

倪小成 乔志军 贾摇 强

桂摇 花 (女, 藏族) 孔维军 王开东

杨小军 秦志波 (女) 敬燕春 游摇 斌

郑子彬 李摇 劲 谷方勇 蒲摇 骏

喻文建 唐摇 雪 (女) 陈先刚 王摇 钦

付摇 飚 杨顺棋 (女, 彝族)

贵摇 州

梅世松 陈摇 龙 程发强

吴贞琼 (女, 苗族) 任龙勇 游建华

杨摇 勇 郑培坤 (侗族) 李春学 余摇 勇

高传荣 安摇 强 (苗族) 邹摇 颖 (女) 冯仕良

冯摇 昆 (布依族) 冉志雄 (侗族)

王摇 瑶 (女, 布依族)

云摇 南

孙永斌 夏蓝宁 高摇 云 张兆云 (彝族)

包摇 圆 陆跃兵 杨德伟

马礼娟 (女, 回族) 杨建炆 余慧芳 (女)

张红艳 任永德 (彝族) 杞绍平 廖宏昌

李泓应 (女, 哈尼族) 李春荣 (彝族) 马摇 黎 (回族)

罗松丽 (女, 白族) 和丽银 (纳西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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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学松 (白族)

西摇 藏

旦增欧珠 (藏族) 桑杰群培 (藏族)

洛桑赤列 (藏族) 小索顿 (藏族)

洛桑金巴 (藏族)

陕摇 西

闫摇 磊 陈卫锋 张摇 博 王军红

侯保智 宋摇 博 付凡平 (女) 吴群军

纪文燕 (女) 王军锋 程摇 虎 田小雄

张摇 亮 拓庆阳 宗摇 智

甘摇 肃

张学财 张摇 璇 (女) 张海云 张海龙

张希云 周定洲 闵摇 杰 三木旦 (藏族)

赵顺福 杨志啸 徐巍芹 (女) 谢绍军

刘彦斌

青摇 海

马海麟 (东乡族) 索南木道尔吉 (蒙古族)

汪国昌 赵志祥 (土族) 果洛谢格太 (藏族)

张摇 岩

宁摇 夏

姚摇 选 夏小三 张春平 吴夏蕊 (女)

陈晓燕 (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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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摇 疆

骆开辉 麦合穆提·吐尔逊 (维吾尔族) 马摇 林 (回族)

邓永超 奥布力塔力普·阿吉 (维吾尔族)

朱摇 平 巴特尔 (蒙古族)

派肉克·斯得克 (维吾尔族) 宋红伟

图尔荪托合提·伊敏托合提 (维吾尔族)

兵摇 团

王辰晨 (女) 施摇 平 张卫强 李摇 强

买买江·艾海提 (维吾尔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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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 主送: 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团委、 农业 (农牧、 农村经济) 厅

(委、 局、 办),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处, 全国铁道

团委, 全国民航团委, 中直机关团工委,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

委, 中央金融团工委, 中央企业团工委,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

委、 农业局。

摇 抄送: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, 农业部各有关负责同志

团中央机关各部门、 各直属单位,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、 科技教

育司。

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2 月 8 日印发


